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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國中會考揭開英語學習與評量的新時代，加考聽力測驗讓英語學習評量進入

有聲的天地。學習必須更有方法，要多聽多學、掌握基礎字彙與語法；閱讀要多要廣，

也要運用策略，會考英語才能駕輕就熟。

本書中的四回模擬測驗提供考生會考前充份練習、一試身手的機會，第 1-3 回為精

心編製的會考模擬試題，第 4 回則為 103 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既能讓考生熟悉會考題

型，又能演練新編試題，找出學習的優勢與劣勢，在會考前補強及調整學習模式。

本書的會考模擬試題，掌握國中會考命題的趨勢，善用國民中小學最基本的 1,200 

字詞，著重溝通功能，主要有以下七個特色：

  符合會考試題編製的原理與原則，有效評量聽力、基本字詞、語言基礎結構及閱讀理

解能力。 

 試題取材生活化而具溝通性，題型多元，內容創新活潑。

 試題的設計具思考性，培養綜合、歸納與演繹的能力。

 各回包含聽力測驗及閱讀測驗，題型擬真且難度分布均勻。

 各題試題均提供中譯及精闢的解析，閱讀題組另附文章摘要，幫助掌握通篇主旨。

  書後附錄補充了多樣的學習參考資料，包括英語時態、五大句型整理及實用網路學習

資源。

 隨書附贈 MP3，美式發音清晰，速度適中，提供學子優質的聽力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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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旨在幫助考生精熟國中會考題型，考生可依照下列建議使用本書：

聽力測驗作答前

先瀏覽圖片或閱讀文字選項，掌握初步概念較能從容作答，穩定心情。

整回測驗作答時

要在規定的 80 分鐘內完成各題測驗。作答時需專注用心，務必仔細聆聽、閱讀題

目或文章，掌握句意或篇章主旨，隨時圈選關鍵字，並確認答案的合理性。

整回測驗作答後

要仔細檢查，拿出紅筆核對、訂正答案。確實參考各題的解析及各閱讀題組的摘

要，並在試題處勤作筆記。通盤了解四回測驗之後，就可以利用本書附錄提供的學習資

源做加深加廣的學習，提升程度。

「國中英語會考模擬試題」提供給考生演練、增強實力的機會。掌握四回內容確實

學習，即可信心大增，會考高分非難事。謹祝考生會考順心，題題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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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麗馨  李欣蓉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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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據所聽到的對話或短文內容，選出一個最適合的答案。

（女）When will Betty come back from Kaohsiung?
（男） She wanted to come back on July 11, but she changed her mind and decided to 

come back two days later.
 Question: When will Betty come back?
 (A) On July 11.
 (B) On July 13.
 (C) She hasn't decided yet.

言談理解例題

例題詳解

本題女子詢問 Betty 何時從高雄返回。雖然男子並未直接說出 Betty 的歸期，但他

提供了兩個資訊：原本要返回的日期為 7 月 11 日，但又改為慢 2 天，故考生要運用提

供的訊息，推敲出 Betty 返回的正確日期為 7 月 13 日，選 (B)。

言談理解的難度較高，考生在平時就要養成邊聽邊做摘記的習慣。多聽，自然能提

升理解力。以下為言談理解常出現的題型：

 What does the man like to do?（細節）

 What are the man and the woman talking about?（歸納）

 Where could they be?（推論）

 What’s Sing a Song of Hearts?（猜測）

深度分析

題型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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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試題分析 ﹙共 40 題，分單題及題組兩部分﹚

 單題（約 12-14 題）

(1) Grace: Wow! Is your room always this ________?
 Bianca: Well, I like to put everything in the right place.
 (A) bright      (B) quiet      (C) tidy      (D) warm

例題

例題詳解

本題的解題線索為 put everything in the right place（物品放置得宜），由此可推知 

Grace 對 Bianca 房間的看法應是 (C) tidy（整齊的）。

(2) It's cold outside; ________ sure to put on your coat before you leave the house.
 (A) be      (B) it is       (C) being      (D) it will be

例題

例題詳解

本題考祈使句的用法，be sure to V 的意思是「務必要⋯」，選 (A)。學生必須能掌

握句子結構，才能順利作答（可參考附錄 1：五大基本句型）：

Be sure to put on your coat  before you leave the house.
                主要子句                    before 引導的時間副詞子句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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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2

(47-48)

Game

To all LINE friends, 

Your dearest and most lovely friend, Sally, is in big trouble. She needs your help. 

Where’s she now?

Follow this direction, and you’ll find her in a cottage. Save her, and take her back to 

her favorite bakery. The one who finds and saves her can win 20 points. Start now!

Where’s Sally?

Start off from the bakery. Walk down the road, and take the first turn left. Keep 

walking for fifteen minutes, and you’ll come to a bridge. Cross it, and then take the 

right turn. Move on, and you’ll see a factory on your left. Walk to the factory, and 

you’ll find a small cottage behind it. Find the key to the cottage door under the mat. 

Open it, and save Sally. Come on! Sally’s waiting for your help!

 direction 指示　cottage 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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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3

(42-43)

Children and Snacks

Are you worried that your children might get too fat because of snacks? Can they have 

snacks? What snack is the best for them? All you want to know about snacks is on this 

website. Check it out now!

² Do Children Need Snacks?

 · What Experts Say

 · What Parents Think of This

 · What Children Say about This

² Snacks of All Kinds

 · Snacks on the Market

 · Snacks that Are Not Healthy

 · Snacks that Are More Healthy

² More

 · Watch the News about Snacks

 · Buy Books on Choosing Snacks for Children

 · Buy Healthy Snacks Now

 · Email Us

http://www.childandsnacks.com

 website 網站　expert 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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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測驗

42. Who will find this website useful? 

 (A) Hannah, who wants to learn how to make snacks.

 (B) Kevin, who wants to know the history of snacks.

 (C) Faith, who wants to check if there is a snack store near his home.

 (D) Luke, who wants to share his idea about healthy snacks.

43. Linda is reading the page of Children and Snacks below.

 

Lin Chen

When we stayed in the US years ago, my children had two snacks a day at 

school. Although they loved the chocolate and cookies, I really think schools 

should choose fruit or vegetables.

 

Where did Linda click on the homepage of Children and Snacks to get to this page?

 (A) What Parents Think of This.

 (B) Buy Books on Choosing Snacks for Children.

 (C) Snacks on the Market.

 (D) Buy Healthy Snacks Now.

 homepage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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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Key 2

聽力試題（第 1-20 題，共 20 題）

辨識句意第一部份

1. 2. 3.

C B C

1. (A) (B) (C)

Joel is washing his motorcycle by himself.  Joel 正在獨自洗他的摩托車。

解析
本題重點在於聽辨 motorcycle（機車）及 by himself（獨自），選 (C)。

2. (A) (B) (C)

The hen is standing on the cage.  這隻母雞正站在籠子上面。

解析
本題須聽辨動詞 sit（坐）和 stand（站），並了解介係詞 on（在⋯上

面），選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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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解析

3. (A) (B) (C)

(B) What did you buy, Mom?  媽，你買了什麼？

(W) Fish, vegetables, and milk.  魚、蔬菜和牛奶。

解析
本題重點在辨別食物的名稱：fish（魚）、vegetables（蔬菜）及 milk

（牛奶），選 (C)。

基本問答第二部份

4. 5. 6. 7. 8. 9. 10.

B B A C B C A

4. Look out the window. Do you see the rainbow?  看窗外，你看到彩虹了嗎？

 (A) Close the window, please.  請關上窗戶。

 (B) Yes, what a work of art!  是的，真是一幅傑作！

 (C) You’ll see a rainbow after the rain.  雨後你會看到彩虹。

解析
本題問看到窗外彩虹後的回應，故最適當的回答為表達讚嘆之意的 (B)。

5. How does the chicken soup taste?  這雞湯嚐起來如何？

 (A) I’ll eat it slowly.  我會慢慢享用它。

 (B) Warm and excellent.  很暖和而且棒極了。

 (C) Chicken soup is good for my cold.  雞湯對我的感冒有益。

解析
How 問的是某事物的狀態，故形容雞湯喝起來感覺的選項 (B) 最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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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解析

閱讀試題（第 21-60 題，共 40 題）

單題第一部份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B B D A D C D A C

31. 32. 33. 34.

B C B D

21.  It is strange that Julie enjoys reading in a  place. Sometimes she even stands 

and reads at a train station,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noise going on around her.

  Julie 喜歡在吵鬧的地方讀書真是件怪事。有時她甚至站在火車站讀書，讓各種吵雜

聲圍繞在她身邊。

 (A) loud  吵鬧的  (B) bright  明亮的

 (C) quiet  安靜的  (D) dangerous  危險的

解析
由 Julie 會在火車站的吵雜聲 (noise) 中讀書，可推知她喜歡在吵鬧 (loud) 

的地方讀書，故選 (A)。

22. Please  me in. I’ll join your picnic this weekend. 

 請把我算在內。我會加入你們這週末的野餐。

 (A) check  檢查  (B) count  將…計算在內

 (C) believe  相信  (D) throw  丟

解析
join 是「加入」的意思，可推知空格中的字應選 (B)。count me in 的意思

為「把我算在內」。

23. The house Alice and Robert are talking about belongs to the Porter family, ?

 Alice 和 Robert 正在談論的那間房子是屬於 Porter 家的，不是嗎？

 (A) aren’t they (B) doesn’t it  (C) are they (D) doe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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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Key 2

(47-48)

Game

給所有的 LINE 好友：

你最親愛和最可愛的朋友 Sally 有大麻煩了。她需要你的幫助。現在她在哪裡？

按照以下指示，你會發現她在一間農舍裡。拯救她並把她帶回她最愛的麵包店吧。

找到並救出她的人可以贏得 20 點。現在就出發！

Sally 在哪裡？

從麵包店開始出發，沿著這條路一直走，然後在第一個轉彎處左轉。繼續走 15 

分鐘，然後你會看到一座橋。越過這座橋，然後右轉。繼續往前走，接著你會

在左手邊看到一間工廠。到達工廠之後，你會在它後面發現一間農舍。從地墊

下方找出進入農舍的鑰匙，打開農舍，然後救出 Sally。快點！Sally 正在等待

你的救援！

文章摘要

此則 LINE 的訊息是有關搶救 Sally 的遊戲，文中指出找到 Sally 的路徑，並說

救出 Sally 的人可以獲得 20 點的點數。

（文章題目請見第 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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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3　網路學習資源

★ 國中 1,200 字

English 1200

http://www.tyc.edu.tw/boe/sub_edu/english1200.htm

桃園縣政府教育局所提供的國民中小學 1,200 英文單字，可下載字彙 MP3 檔，並提

供例句。可讀、可聽，是很實用的資源。

常用 2000 字詞

http://www.taiwantestcentral.com/WordList/WordListBySubject.aspx

字彙依主題分類，共分為 24 個主題：人們、個性特質、人體、健康、家族成員、數

字、顏色、形狀大小、時間、金錢、食品、餐具、衣服配件、運動嗜好、家居用品、

學習活動、職業、地點場所、交通、地理、天氣自然、國家語言、節慶假日、動物。

國中小英語基本 1200 字彙網

http://210.240.55.2/~t311/moe/engb6/1200/1200index.htm

提供 50 個字彙測驗，包含根據上下文意選出最適當字詞，或整段式填充練習。

★ 文法學習

英語電力公司 (English Power Company)

http://blog.roodo.com/anniechan/archives/19500106.html

教學影片共 26 集，各集以 Story Time、Grammar Time、Game Time、Fun Time 及 

Song Time 等單元有趣地呈現文法教學；內容包含四大句型、動詞時態、使役動詞及

感官動詞、動名詞及不定詞、關係子句、比較級與最高級、助動詞、附加問句、間接

問句、介系詞、名詞與代名詞、形容詞、副詞、不定代名詞、冠詞與指示詞特殊動

詞、祈使句與感嘆句、附和功能句、虛主詞及引介句 (there + be)、及被動語態。

國中英語文法單元診斷測驗一覽表

http://210.240.55.2/~t311/moe/engb5/diagnose/diagtable.htm

共有 35 個附試題解析的文法測驗單元，包括單題式選擇及整段式填充。特別推

薦的單元為：動詞時態重要運用；cost、take、spend 及 pay 的用法；interest、

interesting 及 interested；動詞 + 介詞／介副詞、直接問句和間接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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